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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研究計劃為配合國內推廣LPG為車輛燃料的空氣改善政策評估之三年中程
計畫，本計畫擬以微量氣體分析技術及模式計算，具體評估此一政策，由量測值
作事實舉證環保署空保處在改善空污上的成效，讓國人信服 LPG 車輛政策的正確
性。

在第一年期中成果報告已根據分析所得的液化石油氣污染源特性指紋，發現
臺灣地區所用的液化石油氣，主要含有丙烷、丁烷與異丁烷，而不含具光化學活
性較大的烯類物質，並不同於墨西哥市。在第二年研究的方向為評估台北都會區
NMHC 的來源組成，使用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的統計技巧去
定義污染物質之間的關聯。並且進行第二次大台北地區多點同時採樣，以瞭解 LPG
基線變化的情形。

第三年度則著重於台北都會區碳氫排放污染來源之估計與空氣品質(臭氧指標)
改善研究，根據台北都會區空氣污染來源之估計結果發現，汽機車為台北都會區
最主要的碳氫排放源，但天燃氣與液化石油氣的洩漏也佔有部分的比例(汽車為
45%,機車 40％, 天然氣 12％, 液化石油氣 3％) 。另外，對以『計程車換裝液化石
油氣做為燃料』之空氣品質改善策略所得研究結果顯示：瓦斯車廢氣中 NOx 為汽
油車的 73%，C2-C10 的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活性為汽油車的 26.7%，且相對於加油
站的大量洩漏 HCs(200 ~ 1000 ppb )，LPG 加氣站及其週界環境 HCs 濃度( 5 ~ 50 
ppb )之值低很多。此結果可作為台北都會區空氣品質改善評估的參考依據，並加
強民眾對環保署推行『計程車換裝液化石油氣為燃料』政策之信心。



3

目                    錄

目次                                                  頁次

1. 摘要 I

2. 前言 1

2.1 研究動機 1

2.2 研究目的 2

3. 研究方法 5

4. 研究結果 9

4.1 各類碳氫排放源的特性指紋圖譜之建立與台北都會區空氣
    污染來源之估計 9
      
4.2 LPG 加氣站與加油站週界空氣中 NMHC 組成分析 13
      
4.3 LPG 車與汽油車之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活性比較

14

4.4 台北都會區空氣品質(臭氧副指標)改善研究 19

4.5 大台北地區 LPG 基線濃度及 NMHC 濃度的變化 19

4.6 LPG車在不同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設計參數的狀態下，
    引擎性能及排氣污染的差異性 23

5. 對空污防治之重要成效與建議 25

6. 參考資料 28

7. 附錄



4

圖  目  錄

圖號              圖                  名              頁次

圖一：連續自動進樣分析系統 29

圖一 a：PLOT column 連接FID之C2-C5 層析圖譜 30

圖一 b：DB-1 連接MS之C4-C12 層析圖譜 31

圖二 a：大台北地區五十一個樣品中 NMHC 的平均濃度 32

圖二 b：汽車排放物質之莫耳分率(%) 32

圖二 c：汽車排放物質之莫耳分率(%) 32

圖二 d：家用液化石油氣組成之莫耳分率(%) 32

圖二 e：LPG 車用液化石油氣組成之莫耳分率(%) 33

圖二 f：天燃氣組成之莫耳分率(%) 33

圖二 g：加氣站 HCs 組成之莫耳分率(%) 34

圖二 h：加油站 HCs 組成之莫耳分率(%) 35

圖二 i：LPG 車排放之百分組成 36

圖三：台北都會區不同時段 HCs 之濃度比較圖 37

圖四：加油站及加氣站週界環境示意圖 39

圖五 a：加油站及其週界空氣中 HCs 組成之濃度 40

圖五 b：加氣站及其週界空氣中 HCs 組成之濃度 41

圖六：液化瓦斯車燃料系統圖 42



5

圖七：市區行車型態：車速-時間圖 43

圖八 a：汽油車三階段排放碳氫種類(C2-C9)及濃度之比較 44

圖八 b：瓦斯車三階段排放碳氫種類(C2-C9)及濃度之比較 45

圖九：大台北地區五十一個樣品主成份相關性圖 46

圖十：大台北地區五十一個樣品主成份分析圖 47

圖十一 a：台北都會區丙烷濃度分佈趨勢圖(87/8/15 凌晨) 48

圖十一 b：台北都會區丙烷濃度分佈趨勢圖(87/8/15 下午) 49



6

表 目 錄

表號              表                  名             頁次

表一：三次大台北地區採樣資料簡表 50

表二：87 年 8 月 15 日大台北地區五十三個樣品中各碳氫化物
      之相關係數 51

表三：臭氧生成前趨物種與臭氧生成潛能係數表 52

表四 a：MOBILE5b 模式中所輸入 LPG 之零里程及劣化率 53

表四 b：北部都會區計程車全部汰換成 LPG 車之排放因子 54

表四 c：北部都會區計程車之總量減少率 55

表五：汽油車與瓦斯車之各別碳氫化物排放因子與近地表
      臭氧生成活性比較 56

表六：二十種大台北地區 C2-C6 碳氫化合物的平均濃度與
      其他城市比較 59

表七：LPG 車在不同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設計參數狀態下排放
      污染物種濃度表 60



7

二. 前言

研究動機

在台灣空氣污染是一項嚴重而受到重視的問題，例如前年空污稅的通過施
行，即是決心利用此專款，擬訂設立一些良好的污染防制政策以達徹底改善空氣
污染問題，唯有真正落實空污稅專款專用，解決台灣空氣污染問題，還原清淨藍
天本色的台灣大氣。

有關於台灣空氣污染問題，重點是汽機車大幅的增加及經貿興隆的石化工業
促使對石化燃料的需求大量增加，導致石化燃料大量的排放至大氣中，並在大氣
中進行光化反應造成劣質的空氣品質，在適當的氣象條件之下擴散至大區域的面
積。石化燃料的使用種類有一般含鉛及非含鉛汽油，天然氣或液化天然氣（LNG）
及液化石油氣（LPG）﹐這些石化燃料所含碳氫化合物的成分複雜且各異，在大氣
中光化反應效應皆具相當大差異的程度，已導致不同的空氣品質惡化。

近年來，在PSI>100的指標污染物中，懸浮微粒有遞減的趨勢，而臭氧所佔的
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顯見臭氧成為近幾年來空氣品質極不良狀況之主要污染
物之一。依據台灣地區空氣品質監測網的監測數據[1]得知，台灣地區臭氧超過空
氣品質標準的情形，無論以超過法規標準的站數或發生機率，皆以南高屏地區為
最嚴重；但根據台北盆地與高屏空品區的監測站之臭氧數據分析顯示：每日臭氧
濃度大於80 ppb的小時數在高屏空品區約為2-5個小時﹐在台北盆地內之地區約為
1-2個小時，可見得臭氧在台北都會區所造成的低空氣品質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

目前正在實施[換裝瓦斯車]的空污改良政策﹐便是希望以 LPG 取代一般汽
油。原以為 LPG 成分較單純﹐引擎內燃燒較完全而被稱為較乾淨的燃料，對空氣
品質劣化造成最小的衝擊影響。但最近對世界最污染城市之一墨西哥城的空氣品
質調查研究，發現正適得其反﹐墨西哥城大量使用 LPG﹐其空氣品質極易劣化﹐
地面生成臭氧多在 400-500ppbv﹐一般 80-100ppbv 的地面臭氧濃度即被列為劣質的
空氣品質﹐據悉是 LPG 中異丁烯含量過多並其光化學反應特強所致。因此換裝瓦
斯車（LPG 的使用）是否是空污改良政策值得深入調查研究並與國際間污染城市
及區域背景比較對照。

研究目的

工商業發達、人口集中一直是全世界各大都會區之共同特徵，而另一個極為
明顯的特徵是交通發達、車輛數集中。因此若要研究都會區空氣污染之來源及貢
獻度，在都會區中行駛的車輛即成為少不了的焦點。

1990 年美國各種污染物總量，機動車輛貢獻比例為 VOC29％、CO65％、
NOx33％[2]；我國現階段機動車輛貢獻比例為 THC(總碳濃度)32％，CO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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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56％[2]；國內鄭氏等(1986)研究台北市機動車輛及燃油排放，得知機動車輛污
染排放相對於總量約佔 THC99％、CO99.5％、NOx98％，由此即可發現機動車輛
對都會區空氣污染之貢獻度及嚴重性。

本計畫之目的為對國內『計程車換裝液化石油氣做為燃料』的空氣品質改善
政策進行評估，除了評估以LPG車取代汽油車對台北都會區空氣品質改善程度，另
外，並持續追蹤大台北地區LPG基線條件及NMHCs濃度變化，適時掌握空氣品質改
變的狀況，提供行政體系必要的資料，以作為評估政策成效的參考。

(1).追蹤大台北地區LPG基線條件的變化:

台灣目前在都會地區仍然有相當程度之工廠或住家以 LPG 作為燃料，因此在
空氣中含有一定程度經由管線或更換新筒時所洩漏之碳氫化合物。為了解未來瓦
斯車在改善空污上的具體貢獻，應先在政策推行之初針對與 LPG 有關的特定物質
進行濃度調查，建立(基線)條件以為未來比較之基準。預料未來隨著瓦斯車的普
及，若干指標物質之大氣濃度將隨之改變，而改變的幅度與方向即可作為評估政
策的重要參考。因此，在第一年度建立基線條件後，第二年度進行了第二次大台
北地區 LPG 基線變化調查，並在第三年度持續追蹤、監測大台北地區 LPG 基線條
件的變化，配合地理資訊系統(GIS)，可方便的獲得大台北地區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的分佈範圍和程度，作為台北都會區空氣污染來源之估計資料與空氣品質改善研
究的參考依據。

(2).都會空氣品質改善研究：

在第三年度研究的方法將先著手進行台灣目前所使用之LPG對於都會區空氣
污染之來源及貢獻度。利用 MOBILE5b 模式推估北部都會區 LPG 車之排放因子(單
位為 g/km) [3]，進而求出大台北都會區 LPG 車之 THC、CO、NOx 污染貢獻量。
另外，評估將大台北地區現有的計程車全汰換為 LPG 車，並與第二年度模擬市區
行車型態 NMHC 的排放組成進行探討空氣品質改善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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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進行三次大台北地區多點同時採樣分析：

預料未來隨著瓦斯車的普及，若干指標物質之大氣濃度將隨之改變，因此本
計劃於 86年1月29日進行了第一次多點同時採樣，並於 87 年 5 月 12 日及 87 年 8
月 15 日進行了第二及第三次採樣(表一)。此三次的採樣結果配合相關係數表的製
作與主成分分析的技巧，可用於鑑別某區域中排放源為何及排放強度的大小，再
配合地理資訊系統之空間分析模式，可將台北都會區環境中點的數據擴散成面，
以圖展示，獲得更直觀、方便之空氣污染及品質資訊。而三次大台北地區採樣結
果將相互比較，用以瞭解 LPG 基線變化的情形。

本研究以採樣罐在已選定之採樣地點進行氣體的收集之後，將採樣罐連接在連
續自動進樣分析系統（圖一），利用幫浦（pump）將空氣樣品抽進樣品前濃縮捕捉器(SPT)
的捕捉器中進行冷凝濃縮（冷凝溫度為-170℃），再快速升溫至 160℃，以載流氦氣
（>99.9995%）將樣品帶入Varian 3800 Air Saturn氣相層析質譜儀，然後配合CHROMPACK
製的多孔層開口型管柱(Porous Layer Open Tubular column, PLOT column,50m, 
0.32nm, 8um)與 DB-1(60m, 0.32nm, 1um)進行分離，最後以偵檢器FID（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及質譜儀進行偵測。 PLOT與DB-1 column 並連安裝在氣相層析儀中，PLOT 
column 其後連接 FID 負責NMHC 中C2-C4 物種之分離與分析（圖一 a），DB-1 其後連接
MS負責NMHC中C4-C12物種之分離與分析（圖一b）。

目前現有之儀器分析能力已可將 C2~C12 約八十種以上的物質進行分離及正
確的找出物質種類與其濃度，而偵檢極限可達 sub-ppbv[4]。當前正配合質譜儀的
使用，應用於三次大台北樣品分析、兩次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所採 LPG 車與汽油車
樣品及內湖 LPG 加氣站週界、新竹光復加油站週界等樣品。

(2).主成份分析

在大台北地區 NMHC 的主要來源為汽油車、機車及液化石油氣與天然瓦斯的
洩漏。為了瞭解 NMHC 的來源的組成，使用 PCA 的統計技巧去定義污染物質之
間的關聯。PCA 是一個二維轉換的技巧，它能在存有三個變數的二維圖裡展示樣
品的分佈，以及顯示樣品之間的關聯性。這個方法的概念為主成份彼此正交在 m
維的空間裡，靠著變數共分散本體的分解。假如變數或計量有高相關性的話，少
數的組成可解釋數據裡大多數的組成。

(3).LPG 車污染排放分析

本次計畫中，關於各車種平均排放因子的推估，將應用美國 MOBILE5b 程式
來推估。利用 MOBILE5b 模式推估大台北都會區 LPG 車之排放因子(單位為 g/km)
[3]，進而求出北部都會區 LPG 車之 THC、CO、NOx 污染貢獻量。車輛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s，簡稱 EF)是以車輛平均行駛 1 公里所排放污染物之克數(g/km)
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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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較 LPG 車在不同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設計參數的狀態下，引擎性能及排氣
污染的差異性:

目前，LPG 車都由汽油車改裝而來並無原裝的 LPG 車，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
設計參數都是針對汽油車而設定，故在引擎性能上無法完全發揮。因此本計劃與
中興大學盧昭暉教授合作，比較 LPG 車在不同引擎設計參數（點火提前角度、壓
縮比）與燃料設計參數（蒸發器後 LPG 的溫度、空氣燃料比、LPG 成分、混和器
形式等）對引擎性能（扭力、馬力）、油耗及排氣污染的影響。期望瞭解引擎設計
參數、燃料設計參數與引擎性能、排氣污染之間的關聯性，並找出較佳引擎性能
與較低的排氣污染之最適參數。

(5). 臭氧前趨物之最大增量反應性指標

針對臭氧問題，在控制臭氧前驅物排放的效益上，以臭氧生成潛勢概念所研
擬的控制策略較傳統以排放質量的管制方法為佳。因臭氧主要由揮發性有機物與
NOx 在 UV 光下反應後產生，而個別之 VOCs 對臭氧生成潛勢不同，因此了解個
別之 VOCs 對臭氧生成潛勢的推估數值是相重要的。

加州大學 William P. L. Carter 於其研究中提出三種由臭氧前趨物推估最大臭
氧生成量的模式[5]，分別為 MIR（Maximum Incremental Reactivity），MOR 
(Maximum Ozone Reactivity)，EBIR (Equal Benefit Incremental Reactivity)。其中，
MIR 模式係數，主要是 Carter 在實驗中固定 ROG (Reactive Organic Gases)，調整
NOx，使臭氧達到最大的累加量。

計算方式：

∑
=

=
53

1

*
i

ii YROzoneYield

R= MIR 最大臭氧產生係數
Y=臭氧前趨物之濃度（ppbv）
i = 物種

MIR 指標是目前較常被應用於推估臭氧生成量的一種方式，緣由是因為其對
不同大氣組成情節的敏感度不大，且適用於都市地區。本研究將使用 MIR 指標於
瓦斯車與汽油車廢氣中 C2-C9 物種之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活性之比較，用於評估換
裝瓦斯車對空氣品質(臭氧指標)之改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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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依研究目的將結果分為下列六個部份並依序予與討論—

1. 各類碳氫排放源的特性指紋圖譜之建立與台北都會區空氣污染來源之估計
2. LPG 加氣站與加油站週界空氣中 NMHC 組成分析
3. LPG 車與汽油車之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活性比較
4. 台北都會區空氣品質(臭氧副指標)改善研究
5. 大台北地區 LPG 基線濃度及 NMHC 濃度的變化
6. 比較 LPG 車在不同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設計參數的狀態下，引擎性能及排氣污

染的差異性

4-1 各類碳氫排放源的特性指紋圖譜之建立與台北都會區空氣污染來
源之估計

本研究根據歷年來有關都會區中可能存在的碳氫類排放源，選擇五種主要的
項目優先進行。由於大台北都會區中若干區域普遍使用液化石油氣，同時也因為
瓦斯車的逐步推廣，因此特別將液化石油氣也列為可能的碳氫排放源。圖(二 b)
至圖(二i)分別為1.汽油車2.機車3. 家用液化石油氣 4. LPG車用液化石油氣 5.
天然氣 6.加氣站 7.加油站 8.LPG 車等八個特性指紋圖譜，其中可看出各種排放源
之碳氫物質莫耳組成比例(%)。

圖(二 b) 與圖(二 c)比較可知，由汽車與機車所排放的碳氫物質種類繁雜，
大致上汽車與機車均有類似的碳氫物種，比較特別的是乙炔只有汽油車有排放。
天然氣中除含有甲烷外，其餘大部分為乙烷和丙烷以及少量之異丁烷和正丁烷。
值得注意的是液化石油氣的組成中除主要丙烷之外，亦含有少量的異丁烷、正丁
烷和乙烷，且車用液化石油氣與家用液化石油氣組成相近。此外，加油站 HCs 組
成主要成分依比例高低分別為異戊烷、乙炔與異丁烷。

物質與物質間的相關性資料有助於共同污染源的判斷，例如倘若有兩種物質
在所有的樣品中均存在著良好的依存關係（以相關係數判斷）則表示兩者來自共
同排放源。倘若此兩種物質之一有其他的排放源，則此兩物質便失去高依存性（或
相關性），因此相關性的高低，則視相對排放強度決定。

表(二)為 87 年 8 月 15 日大台北地區五十三個樣品中各碳氫化物之相關係數，
從表中可看出 ethyne(F)、ethene(B)、propene(D)有著相當高的依存性，其皆為
汽車主要排放的物質。機車主要排放的物質 isopentane(M)、n-pentane(P)、hexane(U)
也有相當明顯的相關性，而佔大台北都會區空氣中相當高濃度比例的
benzene(AH)、toluene(AP)與機車主要排放的物質 isopentane(M)的依存性明顯高於
與汽車主要排放的物質 ethyne(F)、ethene(B)、propene(D)的依存性。由此可推
測 benzene(AH)、toluene(AP)的排放主要來自機車。在大台北都會區汽車主要排放
的物質 ethyne(F)、ethene(B)、propene(D)之總濃度(圖三)與機車主要排放的物質
isopentane(M)、n-pentane(P)、hexane(U)及部分的 benzene(AH)、toluene(AP)濃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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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並無太大差異，但在臭氧生成潛勢上(表三)，汽車排放的物質明顯高於機車，在
管制臭氧指標方面，除了考慮機車高 NOx的排放，汽車排放高臭氧生成潛勢 VOCs
的改善也是相當重要的。

圖(二 a)為在五十一個空氣樣品 (86年1月29日6:00pm第一次大台北地區採樣
計畫) 及汽油車、機車、液化石油氣指紋圖譜中 20 種 NMHC 濃度所佔的比例。在五
十一個空氣樣品中 20 種 NMHC 濃度的標準偏差也表示在圖中。由圖(二 b) 、(二
c)中可看出空氣樣品中的物種約等於汽油車指紋圖譜與機車指紋圖譜的相加。但
是在汽油車與機車指紋圖譜中卻看不到在空氣樣品中佔高比例的丙烷，最可能的
解釋為液化石油氣、天然氣所造成的洩漏。由此圖支持大台北地區的 NMHC 大都由
汽油車、機車的排放及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洩漏而來。假設只考量此四種排放源，
並利用最小變異數與最佳化（Optimization）方法將圖(二 b) 、(二 c) 、(二 d) 、
(二 f)特性圖譜原始莫耳分率乘於百分比再與實測平均值做最小化，用以估計個別
排放源所佔之比例。用數學式表示為：

定義變數
W＝天然氣(NG)
X＝瓦斯(LPG)
Y＝汽車
Z＝機車

另外
A＝天然氣之排放比率
B＝瓦斯之排放比率
C＝汽車之排放比率
D＝機車之排放比率

目標方程式

∑
=

−
4

1

2)(
i

ii RSMin

R＝由特性圖譜所推估的估計值
S＝實測平均值
i = 組成物種

限制式
A+B+C+D=1
AiW+BiX+CiY+DiZ = Ri

利用試算表求的 A, B, C, D。

求解的結果顯示三個排放源構成大台北地區空氣組成 (NMHC)的比例分別為；
天然氣＝12％
瓦斯  ＝ 3％
汽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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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40％

由此結果可知要改善台北都會區的空氣污染，仍須以改善兩個最主要的污染
源--汽車及機車的排放污染為要務。

4-2 LPG 加氣站與加油站週界空氣中 NMHC 組成分析

本年度除了對台北地區進行三次採樣之外，另針對 LPG 加氣站週界與加油站
週界空氣中 NMHC 之組成進行分析。一般來說加氣站與加油站應是油品洩漏最多
的地區，因此採集 LPG 加氣站週界與加油站週界空氣進行分析，以瞭解 LPG 加氣
站與一般汽油、柴油加油站洩漏 NMHC 之組成與量的差異，用以比較 LPG 加氣站
與加油站洩漏污染程度的大小。每個加氣（油）站均採集四個點-上風處、加氣（油）
島、下風處、聯絡道路（圖四）。經由比對四點後，可獲得 LPG 加氣站與一般加油
站油氣洩漏之指紋圖譜。由圖(五 a)中可看出一般油氣主要成份 isobutane ( E )、
isopentane ( M )、n-pentane ( P )在加油區與加油站下風處濃度顯得相對的高 ( 200 ~ 
1000 ppb )。由此可知在加油過程中油氣洩漏的程度不小。

對於較低沸點之 HCs，加油區由於受上風空氣稀釋而較下風處濃度( 加油區
洩漏 HCs 之累積 )略低，此外在加油區與下風處之濃度有一接近比例，顯示下風
處這些 HCs 絕大多數是從加油區而來，而較少受受道路汽機車排放之影響，另可
由 iso-pentane ( M ) 佐證，道路所量測之 isopentane 濃度相對於其它低沸點 HCs 濃
度相對的高，不過 isopentane 下風處與加油區之比例相較於其它低沸點 HCs 下風
處與加油區之比例略為大一些，由此推論下風處 HCs 的來源受道路的影響不明顯。

車用 LPG 主要成份為 propane ( C )、isobutane ( E )、n-butane ( G )，由圖(五
b)中可明顯看出此三類物質較上風背景濃度為高，但均為微量的洩漏( 加氣槍在加
氣過程為密閉式 )。圖中 ethyne ( F )、ethene ( G )為汽車排放廢氣之主要物質，在
下風處略高，其它大部份物種在加氣站及其週界濃度卻很低，且加氣區與下風濃
度及上風背景濃度接近，由此，相對於加油站之大量洩漏 (200 ~ 1000 ppb )，LPG
加氣站及其週界環境 ( 5 ~ 50 ppb ) HCs 濃度之值低很多。

4-3 LPG 車與汽油車之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活性比較

國內現階段機動車輛污染防治工作，就法規層面來看，主要將道路機動車輛
分為汽油引擎汽車、柴油引擎汽車及機車[6]來加以改管制。就減量成本效益的觀
點來看，若能依車輛之不同行駛特性及污染排放特性予以分類(例如機車依其不同
行駛特性及污染排放特性可分為二行程及四行程機車；汽車小客車可分為自用小
汽車及計程車等)，求出不同車種個別之污染貢獻量及其比例，並從技術面(車輛污
染改善技術的選用)及經濟面(減量效益、有效性、可行性等的評估)綜合評估，進
而針對不同類型車輛擬定污染防治策略，應可得到更好的管制效果。本節即針對
以 LPG 車替代汽油引擎車對都會區臭氧生成潛勢總和做比較，先以污染排放分析
獲得 LPG 車總 HCs 排放因子，再配合模擬市區三階段行車型態獲得個別 HCs 之
排放因子，最後使用 MIR 指標將瓦斯車廢氣中 C2-C9 物種轉換為近地表臭氧生成
潛勢總和再與汽油車廢氣中 C2-C9 物種之近地表臭氧生成潛勢總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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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LPG 車污染排放分析

關於 LPG車平均排放因子的推估為應用美國MOBILE5b模式來推估北部都會
區 LPG 車之排放因子(單位為 g/km)，進而求出北部都會區 LPG 車之 THC、CO、
NOx 污染貢獻量。而車輛排放因子(Emission Factors，簡稱 EF)是以車輛平均行駛
1 公里所排放污染物之克數(g/km)來表示。

MOBILE5b 中考慮影響機動車輛之污染排放因素很多，但國內現階段對機動
車輛許多控制計畫實施情況與美國不同，且有許多影響機動車輛污染排放之因子
未能做有系統調查，因此將依國內機動車輛各項現況修正輸入 MOBILE5b 以其推
估出國內各車種排放因子[3]。

由於營業目的之計程車年平均行駛里程數高，可以預期其污染劣化情況將日
趨嚴重。依環保署資料，截至 86 年 10 月止，全省已有 4300 輛 LPG 車申請補助，
預期日後將隨著加汽站的普及其本身安全性及性能的逐漸提昇而使 LPG 車普及
化，因而降低計程車之污染排放。

在此藉由改變 MOBIE5b 中計程車之各年份零里程及劣化率，輸入合理 LPG
車之零里程及劣化率(表四 a) [3]，因而推估出將大台北都會區現有計程車全部汰換
為 LPG 車之排放因子(表四 b)，配合問卷調查所得計程車 VKT(年總行駛里程數)，
進而推估出其減量效益(表四 c)。

由表(四 c)可知，若將北部都會區現有計程車全部汰換為 LPG 車，則計程車
之污染排放: 台北市 THC 將減少 51% ; NOX 將減少 27% ; CO 將減少 67%；台北
縣 THC 將減少 53% ; NOX 將減少 31% ; CO 將減少 74%。相對於現今北部都會區
機動車輛污染排放總量，如此措施將使台北市 THC 總量減少 2.6% ; NOX總量減少
1.1% ; CO 總量減少 3.7%；台北縣 THC 總量減少 1.6% ; NOX總量減少 0.8% ; CO
總量減少 2.9%。

乙. 模擬市區行車型態之汽車行駛排放源鑑定

行政院環保署已自八十五年四月一日起推行『計程車換裝液化石油氣做為燃
料』的政策。針對現行法令規範汽車排放碳氫化合物標準(液化瓦斯車燃料系統如
圖六)。僅量測其總濃度，無法明確比較計程車在更換燃料前後的差異，且不同碳
氫化合物對臭氧生成影響程度不一。為了解此一政策對環境的影響，特前往車輛
研究測試中心分別採集以汽油為燃料之車輛（汽油車）與以液化石油氣為燃料之
車輛（瓦斯車）於行駛時排放之廢氣，分析汽車排氣中各種不同碳氫化合物之濃
度，並探討其對近地表臭氧的生成效應。

車測中心根據美國環保署公告之『市區行車型態』來進行汽車排氣檢測，實
驗用車輛符合環保署二期環保標準，檢測大致上分為汽車排氣，樣品採集與濃度
計算三個階段。

車測中心模擬市區交通狀況設計出『市區行車型態：車速-時間圖』參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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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市區行車型態略述如下：

第一階段-冷車啟動（動態）：第 0 秒-第 505 秒
第二階段-冷車啟動（穩態）：第 506 秒~第 1731 秒
第三階段-熱車啟動（動態）：熄火十分鐘再啟動，行車型態同第一階段。

由圖(八)比較兩種燃料的三階段排氣成份，使用液化石油氣的車輛排氣以
C2~C4 為主，其中前四位依序是異丁烷、正丁烷、丙烷、乙炔。而使用汽車的車輛
排氣以 C5~C7 為主，其中前四位依序是甲苯、2,2-二甲基丁烷、苯、正戊烷。汽油
車與瓦斯車皆以第一階段冷車啟動（動態）排放碳氫總濃度最高（汽油車
325.3ppm、瓦斯車 82.9ppm），第三階段次之（汽油車 48.0ppm、瓦斯車 6.4ppm），
第二階段最低之（汽油車 89.6ppm、瓦斯車 19.1ppm）。

由上述結果，此輛 LPG 車污染排放明顯低於所分析之另一輛汽油車，而由
甲.LPG 車污染排放分析模式所得之結果顯示：大台北地區平均每輛 LPG 計程車排
放之 THC 約為汽油車的一半，與此結果不甚相同(LPG 車為 108.5ppm，汽油車為
462.9ppm)。此原因為：對於單一汽油車與 LPG 車廢氣的採集與實際在都市行駛車
輛的排放有些差異，因為實驗在目前的階段只能夠以某種車型、年份、速度進行
排放成份調查，所以模擬市區行車型態 NMHC 排放組成分析之單一汽油車與 LPG
車並不能完全代表所有在大台北地區行駛的車子，而只能提供為 NMHC 排放組成
的參考。而 LPG 車污染排放分析模式目前只能模擬大台北地區平均每輛 LPG 車排
放之 THC(總碳濃度)，但對於車輛排氣中的各別碳氫化合物『近地表臭氧生成潛勢』
卻無法計算。

因此，我們以車輛污染排放分析模式所得之 LPG 車與汽油車每公里排放的
THC 值，配合模擬市區行車型態所得的 NMHC 排放組成，得到大台北地區汽油車
與瓦斯車之各別碳氫化物排放因子，並使用 MIR 指標將瓦斯車廢氣中 C2-C9 各別
碳氫化物排放因子轉換為近地表臭氧生成潛勢，加總獲得「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潛
勢」。結果顯示：瓦斯車廢氣中 C2-C9 之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潛勢為汽油車廢氣中
C2-C9 的 26.7%(表五)。

4-4 台北都會區空氣品質(臭氧副指標)改善研究

由 4-1 節之結果得知要改善台北都會區的空氣污染，仍須以改善兩個最主要
的污染源--汽車及機車的排放污染為要務。依據 4-2 節、4-3 節的研究結果：瓦斯
車廢氣中 NOx為汽油車的 73%[3]，C2-C9 的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活性為汽油車的
26.7%，且加氣站的設立對環境空氣品質衝擊較小，因此，若將汽油車更換為瓦斯
車，對於降低臭氧指標方面有相當大的助益。

4-5 大台北地區 LPG 基線濃度及 NMHC 濃度的變化

表(六)為二十種大台北地區 C2-C6 碳氫化合物的平均濃度 (86年1月29日第一
次大台北地區採樣計畫)，此外又列出其它都市的碳氫化合物濃度作為比較。表(六)
中濃度分佈的範圍很大，原因為 NMHC 的排放與地區有很大的相關性。比較大台
北地區與日本的 Osaka，兩個城市的丙烷都有較高的濃度，因汽油中丙烷的含量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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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所以推測其來源主要為 LPG 的洩漏。LPG 是大台北地區主要的家用燃料 (Fuel 
Gas Quarterly,1997)，但在 Osaka 則比較可能是由 LPG 瓦斯車（計程車）洩漏所造
成。

丙烷濃度的分佈在大台北地區有非常大的變異度，其濃度分布從 1.0ppbv 至
16.0 ppbv之間，大部分的樣品平均分佈在 1.0~10.0ppbv 之間，顯示許多樣品都
反映出極高的丙烷污染源，因此更進一步支持液化石油氣外漏的推論。再以地區
劃分，則以台北縣的板橋市、三重市、中和市以及台北市的信義區、南港區的平
均丙烷濃度明顯偏高，顯示以上地區使用液化石油氣的比例相對較高。

為了去瞭解每一採樣點所代表之小區域 NMHC 的來源與比重，我們使用 PCA
的統計技巧去定義污染物質之間的關聯。而在大台北地區 NMHC 的主要來源為汽
油車、機車及液化石油氣與天然瓦斯的洩漏。

而由相關係數製成的圖(九)中，二十種 NMHC 根據他們所在的位子被粗略地
分成三族，丙烷、異丁烷、正丁烷被歸為一族為 LPG 的主成份。乙炔、丙炔為汽
油車排放主成份。二甲基丁烷、一丁烷、異丁烯為機車排放主成份。其他類的 NMHC
因來源眾多，較無判別 NMHC 來源為何的功能。

由圖(十)中可看出點 14（忠烈祠）點 42（工業技術學院）點 43（萬方社區）
的組成較所有樣品點接近 LPG 顯示其 LPG 的組成成份（丙烷、乙烷）較為突顯。
此三地區皆為較近山區之地區，車輛較少，且 LPG 濃度較其它地區也不高，如果
只是比較 LPG 濃度的高低，以上三各地區將被我們忽略。但利用主成份分析可發
現 LPG 卻是影響以上三個地區空氣品質的主因。另外，點 45（廣慈博愛院）點 31、
33、21（板橋地區）因人口密集、交通流量大對於各種 NMHC 的排放都大，所以
LPG 的高濃度就沒有被突顯出來。由此可知，主成份分析能顯示樣品成份與各個
排放源之關聯。

第二次、第三次大台北地區多點雙時段採樣(表一)，探討 53 個地點在不同時
段（凌晨與傍晚）居民作息與空氣中 NMHC 組成之關係，此 53 個地點之選擇與
第一次大台北地區採樣地點大致相同，並且選擇週五與週二進行採樣，與第一次
採樣（週三）有類似的居民生活作息。另依據 86 年度大台北地區(85 年 3 月 30 日
至 4 月 2 日)寡點逐時採樣計畫所獲得的結果顯示：HCs 濃度高峰一般出現在傍晚
交通尖峰時刻，而最低濃度一般在凌晨交通離峰時刻，因此，選定凌晨（交通離
峰）與傍晚（交通尖峰）此二時段進行樣品的比較。

由圖(三)中可看出 LPG 源排放的主成分 propane(C)、iso-butane(E)、
n-butane(G)在早晚濃度變化較不明顯，其濃度相較於背景值高甚多，可見其排放
之特性不同於一般排放量隨時間變化之污染源(如汽車機車)。此外 LPG 車排放的
主成污染物 propane(C)、iso-butane(E)、n-butane(G)在大台北空氣中的濃度也
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也較吻合 LPG 車逐年增加的情況。

第三次大台北地區分析結果如圖(十一)所示，丙烷濃度的分佈在大台北地區
有非常大的變異度，其濃度分布從 1.0ppbv 至 32.0 ppbv之間，大部分的樣品平
均分佈在 1.0~10.0 ppbv 之間，顯示許多樣品都反映出極高的丙烷污染源，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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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第二次大台北地區分析結果相似。

依採樣實際觀測的結果，凌晨 5時 15 分路上仍有很多計程車(包括 LPG 計程
車及汽油計程車) ，其流量估計接近傍晚交通尖峰時段，但在早晨 5時 15 分時一
般家庭應還沒開始煮早餐，故當初的規劃選擇凌晨 5時 15 分為家用 LPG 洩漏的背
景值。不過由分析結果及實地觀測得知在凌晨 5時 15 分已有許多早餐店準備營
業，影響到我們背景值的估計。

汽車主要排放的物質 ethyne(F)、ethene(B)、propene(D)，由圖(三)觀察到
傍晚交通顛峰時間濃度明顯大於凌晨時的濃度。此外，在三次不同的採樣日期之
傍晚交通顛峰時段，採樣所得濃度相當的接近，我們評估汽車污染排放方面對空
氣品質的影響在近兩年內並沒有明顯的改變。較特別的是 87 年 8 月 15 日凌晨 5
時 15 分的濃度高於 87 年 5 月 12 日凌晨六時，我們推測夏天居民一天的活動較春
天為早開始。

機車主要排放的物質 isopentane(M)、n-pentane(P)、hexane(U) ，整體來說濃
度也無明顯變化，除了汽油的主要成份 isopentane 濃度降低。isopentane 主要為汽
油未燃燒而放出的物質，我們推測現今新型機車應有較完全的燃燒。

由圖 (三 )中可明顯看出在下班顛峰時間機動車輛所排放物種其他如
pentane,3-methyl( AB )、cyclopentane,methyl(AF)、benzene(AH)、 toluene(AP)、
ethylbenzene(AT)、p-xylene(AU)、o-xylene(AW)、benzene,1,2,4-trimethyl(BA)都明
顯的較凌晨為高，台北市空氣中主要 HCs 的污染源仍是取決於機動車輛的排放。

在總 HCs (C2~C9)濃度方面 87 年 8 月 15 日傍晚六時為 174.7ppbv(表一)，而
87 年 5 月 12 日傍晚六時為 166.1ppbv，87 年 8 月 15 日清晨 5 時 15 分為 86.0ppbv，
而 87 年 5 月 12 日凌晨六時為 60.1ppbv。在傍晚部分，87 年 8 月 15 日總濃度相較
於同年 5 月 12 日只有略為增加，但在清晨時，8 月 15 日總濃度有較為明顯的高出
5 月 12 日凌晨時的總濃度。

在八十六、八十七年度的計畫中已持續追蹤、監測空氣中 HCs 濃度組成的變
化，比較 87 年 8 月 15 日(夏天)清晨與 87 年 5 月 12 日(春天)清晨 C2~C9 物種濃
度(含 propane)已有略為增加，是否為居民活動量或氣候因素所造成，須持續的進
行量測，進一步找出各變因之關聯性，以獲取更多更可靠的資訊。

4-6 比較 LPG 車在不同引擎設計參數與燃料設計參數的狀態下，引擎
性能及排氣污染的差異性

此部份研究使用裕隆 CA-18NE,1796cc,多點噴射四行程引擎作為試驗引擎，
並設定了下列不同的參數，共計分析了 19 個樣品。

點火提前角度(BTDC) : -10 度、-18 度
轉速 (rpm) : 兩千轉、三千轉
扭力 (N-m) : 25、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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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燃比(A/F) : 約 14.6、15.6、16.6
觸媒: 觸媒前、觸媒後

表(七)為各個樣品之點火提前角度、轉速、扭力、空燃比、觸媒設定條件與
分析物種 CO、CO2、NOx、NMHC 之分析結果。一般引擎空燃比設定在燃燒當量點附
近的值約為 15.6，理論上會有較完全的燃燒但事實上比較 k201a、k201b、k201c
及 k301a、k301b 前、k301c 等，發現空燃比值在 16.6(燃料較稀) 時，CO、NMHC(燃
燒不完全的產物)濃度較低，對於生成近地表臭氧的推估量(MIR 模式)也較小，顯
示燃燒較為完全。但因空氣的過量，因此生成的 NOx 量也較多，而 NOx 則是生成
臭氧的另一重要前趨物種。當空燃比值高時引擎的扭力會較差，且實際訪查瓦斯
計程車司機，大部分司機表示瓦斯車扭力較差，因此空燃比較適合設定在較小值，
雖然空燃比值設定在 15.6 相對於空燃比值在 16.6 時所產生之燃燒不完全產物的量
較多，但經觸媒轉換器之後 CO、NMHC 的濃度則有明顯的改善(比較 k301b 前、k301b
後，k301b 前、k301b 後，k303b 前、k303b 後，j303b 前、j303b 後) 。在不同轉速
與分析物種 CO、CO2、NOx、NMHC 排放濃度之關聯性方面，轉速三千轉相較於兩千
轉 NOx 的濃度明顯的大(比較 k301a、k201a，k301b 前、k201b，k301c、k201c，k303a、
k203a 等) ，但 NMHC 濃度卻較小。可能為轉速快時引擎溫度高的因素，使得燃燒
較完全，而在高溫下也更容易生成 NOx。

五. 對空污防治之重要成效與建議

本計畫已在三年內完成三次大台北地區多點同時採樣分析工作，樣品數目超
過一百五十個，在考量可運用的人力與經費下，盡量以合理且有效益的採樣方法
獲得較具有代表性的數據。根據 4-1 台北都會區空氣污染來源之估計的結果發現，
汽機車為台北都會區最主要的碳氫排放源，但天燃氣與液化石油氣的洩漏也佔有
部分的比例(汽車為 45%,機車 40％, 天然氣 12％, 液化石油氣 3％)。由此結果可
知要改善台北都會區的空氣污染，仍須以改善兩個最主要的污染源--汽車及機車
的排放污染為要務。

就汽車污染改善方面，目前環保署之『計程車換裝液化石油氣做為燃料』是
以 LPG 車取代汽油車作為空氣品質改善策略，因此本計劃就此『燃料替代方案』
進行台北都會區空氣品質改善評估，首先就 LPG 洩漏污染部分，根據分析所得的
液化石油氣污染源特性指紋，發現臺灣地區所用的液化石油氣，主要含有丙烷、
丁烷與異丁烷，而不含具光化學活性較大的烯類物質，並不同於墨西哥市，因此
使用作為汽車的燃料對於臭氧的生成效率並不嚴重。另依據 4-2LPG 加氣站與加
油站洩漏污染程度的大小比較，相對於加油站的大量洩漏 HCs(200 ~ 1000 ppb )，
LPG 加氣站及其週界環境 HCs 濃度( 5 ~ 50 ppb )之值低很多。

在 4-3LPG 車與汽油車之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活性比較方面，先以污染排放分
析獲得 LPG 車總 HCs 排放因子，再配合模擬市區三階段行車型態獲得個別 HCs
之排放因子，最後使用 MIR 指標將瓦斯車廢氣中 C2-C9 物種轉換為近地表臭氧生
成潛勢總和再與汽油車廢氣中 C2-C9 物種之近地表臭氧生成潛勢總和比較。結果
顯示：瓦斯車廢氣中 C2-C9 之近地表臭氧生成總潛勢為汽油車廢氣中 C2-C9 的
26.7%，且由排放因子模式獲得：瓦斯車廢氣中 NOx為汽油車的 73%[3]，若將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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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車更換為瓦斯車，對於降低臭氧指標方面將有相當大的助益。上述模式模擬之
結果與實際量測所得數據可評估與佐證 LPG 的推行對空氣品質改善之效益，作為
台北都會區空氣品質改善評估的參考依據，並加強民眾對環保署推行『計程車換
裝液化石油氣為燃料』政策之信心。

雖然推廣瓦斯車政策對於台北都會區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預期有顯著的
改善作用，可是在推行上則遇到實際困難，主要為與政策相關的配套措施方面並
不完善。目前台北市內只有一處加氣站，且只有四家檢驗與保養廠。依環保署資
料，全省在 86 年 10 月共登記約有 4300 輛 LPG 車，88 年 4 月針對台北地區計程車
司機進行口頭調查，目前台北地區的營業用瓦斯車則增至約八萬輛(但目前北市登
記有案的瓦斯計程車只有六千多輛)[7]。對於如此多的營業用瓦斯車，加氣站數
量明顯不足，而且燃料系統的檢驗與保養也堪虞。而興建加氣站困難在於居民的
抗爭，如中油在大台北地區的五股、迴龍和台北市龍江路等地都規劃加氣站，但
因居民反對而無法動工，只有在今年 8 月會新增加兩處加氣站。據計程車司機表
示：瓦斯車燃料價格較便宜與環保署補助改裝引擎燃料系統是促使他們改裝之最
大誘因，但加氣與保養的不便則是他們普遍遇到的問題，甚至為了便利加氣與改
裝，許多地下加氣與非法改裝工廠應蘊而生，在沒有妥善的安全管理之下，反而
造成了附近居民與環境更大的威脅與傷害。

完善的政策配合完善的配套措施將實際有助於降低都會區空氣污染問題，但
對十分覆雜的各種相關問題，依目前而言，加強與居民的溝通與安全的宣導將是
困難而又必須堅持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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